注意事项： 有关记号的使用应符合国家标准，变量应使用单字母表示或带下标的单字母。
下标字母若为说明性的(如英文缩写)则用白正体表示，若为变量或坐标轴的符号则用斜体
表示。普通变量用斜体表示，矩阵、向量、矢量、张量用黑斜体表示；为便于编辑修改校
对，请先在正文题目之前分类单独标注出来。例如：矩阵变量：X，Y；矢量:a,b,c,d；向量：
a,b,c,d

中文题目（不超 20 字，小 2 号黑体）
张三国 1 ， 吕爱国 2 ，

侯宇安 1 （4 号宋体，加粗）

(1.**大学 **学院 省份 城市 邮编；2.**大学 **学院 省份 城市 邮编) （5 号宋体）
摘要： 摘要内容（300 字以内）
(摘要内容要求：包括 4 要素，即研究目的、方法、结果和结论。不用非公知公用
的符号和术语，不用引文，不用图、表、化学结构。)
关键词： 关键词 1；关键词 2；关键词 3；关键词 4
中图分类号：
（自查） 文献标志码：A 文章编号：1671-6841（2022）00-0000-00
DOI：10.13705/j.issn.1671-6841.2022***

Title in English
ZHANG Sanguo1 ， LYU Aiguo2 , HOU Yu’an1
(1.Department of ***, *** University, City Post code, China; 2.School of ****, ****
University, City Post code, China)
Abstract: Content of abstract …
Key words: keyword1； keyword2； keyword3； keyword4

0 引言(四号黑体)
引言应说明课题的研究背景、研究现状，引
述该领域的国内外同行已经取得的进展，以说明
本文的选题意义和创新点所在。内容不应与摘要
和结论雷同。论述本文的研究意义时，切忌使用
“有很高学术价值”
、
“填补国内外空白”、
“首次
发现”等不适之词；同时也注意不要使用客套话，
如“才疏学浅”
、
“水平有限”
、
“恳求指教”之类
的语言。
引用文献应遵循“最新、重要、必要和亲自阅
读过的原则；应在正文中顺次引述（按在正文中
被提及的先后来排列各篇参考文献的序号，所有
参考文献均应在正文中标出）
。

1.1.1 三级标题（5 号楷体）
………
“定义”、“定理”、“引理”及“证明”等
项目用黑体，并全文分类连续编号；文中公式全
文连续编号。（文章正文用 5 号宋体）
图、表随文出现。图中文字、符号或坐标图中
的标目、标值须写清。 标目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
的物理量和单位符号。 表格一般采用“三线表”
，
表的内容切忌与插图和文字内容重复。
公式请务必使用 Mathtype 编辑，长公式如需
转行，应在记号﹦，+，－等之后断开，而在下
一行开头不再重复这一记号。文中出现图、表的
格式见图 1、表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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